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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中风和关节炎导致手指无
法活动自如的病人，日后或能像
常人一样握笔写字、用牙刷刷
牙。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组学
生发挥创意，发明了一个名叫
“Kenn”的手部辅助工具。辅
助工具戴在病人的手上，可以让
手指固定在一个舒适的姿势，不
论是握笔或牙刷等工具都比较稳
当，让他们像常人一样独立完成
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动作。
　　小组的创意在本月7日由国
大杨潞龄医学院举办的第三届
医学大挑战（2019 Medical Grand 
Challenge）中得到评委的肯定，
荣获第一名。
　　团队组长周胜权（22岁，大
二医学生）受访时指出，Kenn的
灵感来自一名脊髓伤患所带来的
启发。
　　“他因半身瘫痪长年手指无
法活动自如，须挣扎完成日常生
活中的基本动作。市面上的类似
产品在功能和设计方面又无法满

足他的需求，因此我们决定发明
这个工具填补市场需求。”
　　为感谢该伤患给团队的启
发，他们以伤患儿子的名字给工
具取名。比赛结束后他们也打算
把工具免费赠送给这名伤患。
　　据周胜权介绍，Kenn由尼龙
制成，生产成本约3元7角，如今
还在测试和完善的阶段，日后有
计划在市面上推出，以低价卖给
病患。

多组团队构思方案 
解决老年人医疗问题
　　为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并让
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一起发挥所
长，以构思方案来解决医疗保
健领域中的一些问题，国大医学
院自2017年起每年举办医学大挑
战。经过一年的培训、策划和
研究，今年参加挑战赛的14个团
队，超过80名学生在国大医学礼
堂展示他们的项目成果。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很多
团队今年都以老年人的健康问题
作为选题。获第二名的Project21
团队为了解决老人摔倒问题，发

明了一种智能步态分析仪器，用
于预测老人跌倒的风险。产品分
为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用户把硬
件仪器栓在膝盖后可以操作手机
应用完成四个环节的测试，由软
件计算老人跌倒的风险。
　　Project21成员陈标辉（22
岁，电子与计算机工程学大二学
生）受访时说：“我们的产品已
经成形，不过我们还需进行大量
测试来屯集数据，提高产品算法
的准确性。”
　　国大常务副校长（创新与企
业）梅彦昌教授在致词中指出：
“一个概念从孵化到成为产品走
向市面，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十
年。让科研成果造福社会和产生
利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接下来，获奖团队将在国大
医学院和经验投资人的协助下完
善他们的产品和方案。他们也
将有机会申请加入国大的GRIP
（Graduate Research Innovation 
Programme）计划。根据此计
划，每个团队最多可获得10万
元，协助他们成立起步公司把产
品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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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国立大学在《泰晤士
高等教育特辑》最新公布的全球
大学排行榜滑落两个名次，排全
球第25，退居亚洲第三；南洋理
工大学则晋升三个名次，排全球
第48。这是国大和南大首次双双
登上这项全球大学排名前50强。

中国顶尖学府表现强劲
　　《泰晤士高等教育特辑》
（Times Higher Education，简称
THE）今天公布2020年全球大学

排行榜。
　　中国顶尖学府在此次排名中
表现强劲。清华大学尽管滑落一
个名次，排名全球第23，但仍蝉
联亚洲第一；北京大学跃升七个
名次，排名第24，取代国大“亚
洲老二”的位置。
　　至于其他亚洲大学，香港大
学进步一个名次，排名第35；东
京大学跃升六个名次，排名第
36，同英国伦敦国王学院齐名。
　　国大曾在THE的2016年至
2018年全球大学排行榜中三次高
居亚洲第一，直至去年才被清华

大学取代，如今它又从亚洲第二
滑落至第三。THE排行榜编辑博
斯威尔（Ellie Bothwell）说，新加
坡依旧能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中
同其他大国较量。
　　“一个小国能够有两所大学
登上全球大学排行榜前50强，是
一项超凡的成绩。然而，国大此
次滑落至亚洲第三，显示即使是
为大学做出大量投资的新加坡，
也难以抵御中国学府的崛起。”
　　THE在文告中指出，两所新加
坡大学在国际视野指标皆取得高
分，而国大和南大分别在研究环
境和研究影响力方面表现优越。
　　博斯威尔也说，新加坡有条
件能继续在竞争激烈的国际高等
教育领域中取得优异表现，但必
须愿意做出必要的投资，以及同

国际学府展开战略合作。
　　国大发言人受询时说，排行
榜对国大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给予
高度肯定，这两个领域也是国大
重视的首要任务。
　　“身为新加坡的旗舰大学，我
们会持续专注于在教学、研究，及
鼓励创业等领域，发挥启迪和推
动转型的作用。除了继续发展和
加强这些领域，我们也会继续在
终身学习方面开发创新方案，以
应对工作性质的变革，以及高等
教育领域面对的颠覆性转变。”
　　南大校长苏雷什在文告中
说，南大对于该大学在不同评估
排行榜表现优秀，国际声望逐渐
提升感到雀跃，尽管如此，南大
致力于在教学、研究和创新等领
域发挥重要影响力，并将这方面

的工作视为主要推动力。
　　苏雷什说，南大在努力开发
有关教学和协助人们提高技能的
新教育模式，开创对新加坡和世
界有影响力的新发明，以及培养
新生代学生掌握21世纪技能与知
识，为现有挑战寻找解决方案。
　　最新排名的全球10大依旧以
美国和英国大学居多。英国牛津
大学连续四年荣登全球之首；美
国的加州理工学院跃升三个名
次，排名第二；剑桥大学滑落一
个名次，排名第三。
　　这个迈入第16个年头的排行
榜采用13个评估指标，包括研究
收益与影响力、学习环境、论文
引用量、国际学生与教职员比率
等。来自92个国家约1300所大学
参与评估。

THE排行榜编辑博斯威尔说：“一个小国能够有两所大
学登上全球大学排行榜前50强，是一项超凡的成绩。”
两所本地大学在国际视野指标皆取得高分，而国大和南
大分别在研究环境和研究影响力方面表现优越。

最新泰晤士全球大学排行榜

国大退居亚洲第三南大挤进全球50强

由黄勇铨（左起）、梁诗颖、法兹、阿拉干、周胜权和程章伟组成的Kenn小组发明手部辅助工具，从14个队伍
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一名，赢得2万元奖金。（特约陈福洲摄）

学府 2020 2019
牛津大学 1 1
加州理工学院 2 5
剑桥大学 3 2
斯坦福大学 4 3
麻省理工学院 5 4
普林斯顿大学 6 7
哈佛大学 7 6
耶鲁大学 8 8
芝加哥大学 9 10
伦敦帝国学院 10 9
清华大学 23 22
北京大学 24 31
新加坡国立大学 25 23
南洋理工大学 48 51

泰晤士全球大学排行榜

早报图表

与新工大合作重新设计
选举局开始为来届大选150投票亭招标
　　选举局前天为可能在来届大
选期间用到的至少150个投票亭
公开招标。
　　根据刊登在政府电子商务网
站GeBIZ的公开招标文件，得标
者须最迟在10月31日提供及运送
150组投票亭。选举局也希望得
标者能在中标通知书（Letter of 
Acceptance）发出后的六个星期
内，生产组装和运送额外50个至
350个投票亭。
　　《海峡时报》报道，当局对
投票亭的要求包括要有一个均为
全白色的垂直支架和写字台。写

字台应有1米高，垂直支架的高
度则为1.75米。它们须由瓦楞板
（corrugated board）或其他环保
材料制成。投票亭须能在一分钟
内搭建完毕。
　　招标活动本月19日下午1时
截止。
　　主管公共服务的贸工部长陈
振声今年7月曾以书面回答工人
党议员方荣发（后港区）与大选
相关的询问时透露，选举局正与
新加坡理工大学学生合作重新设
计投票亭，有一个利用可回收材
料制成的低成本环保型投票亭设

计正在进行最后修订，当局计划
在来届大选中试用新的投票亭。
　　选举局本月4日宣布，选区
范围检讨委员会已于上月成立，
标志着下届大选的程序启动。
　　当局在过去几个月已陆续为
大选相关服务招标，包括邀业者
提供印刷、包装和文件运送、闭
路电视和其他通讯器材等相关服
务，以及选举期间的巴士接送服
务等。其中巴士接送服务的最终
得标者是康福德高巴士。
　　来届大选最迟在2021年4月
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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